
四技土環一乙 王昱仁 四技土環二甲 黃俊淇 

四技土環一乙 吳柏憲 四技土環二甲 陳于禾 

四技土環一乙 黃景皓 四技土環二甲 林彥良 

四技土環一乙 周賢煜 四技土環二甲 徐佳良 

四技土環二甲 陳昭仁 四技土環二乙 曹智堯 

四技土環二甲 張沛安 四技土環二乙 柯均豪 

四技土環二甲 林暐翔 四技土環四甲 賴緻營 

四技土環二甲 陳德維 四技土環四甲 許瑞民 

四技土環二甲 鄧博仁 四技土環五甲 謝易成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工二乙 謝長興 

四技工四乙 鍾哲倫 

四技工四乙 杜政翰 

四技工四乙 洪易暉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化材一乙 劉宇哲 

四技化材一乙 黃志展 

四技化材二甲 邱顯達 

四技化材二甲 林威呈 

四技化材二甲 邵崇瑀 

四技化材三乙 何翊維 

四技化材四甲 朱昱昌 

四技化材四甲 陳家富 

四技化材四甲 卓奕宏 

四技化材四乙 翁瑞明 

四技化材四乙 蘇義傑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幼三甲 余建龍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休四甲 陳志剛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財金一甲 蔡承恩 四技財金一乙 鄭良皓 

四技財金一甲 呂國聖 四技財金一乙 李志晟 

四技財金一甲 鄭耀昇 四技財金一乙 董承祐 

四技財金一甲 劉尹翔 四技財金一乙 徐紹恩 

四技財金一甲 洪揚竣 四技財金一乙 周柏均 

四技財金一乙 吳育仁 四技財金一乙 徐聖翔 

四技財金一乙 江政穎 四技財金一乙 吳柏亨 

四技財金一乙 蔡禮任 四技財金一乙 　康帆 

四技財金一乙 陳彥鈞 四技財金一乙 曾一軒 

四技財金一乙 郭敬東 

四技財金一乙 蔡志成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光二乙 陳永年 

四技光三甲 莊名翔 

四技光四甲 李鈺麒 

四技光四甲 李建忠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4年 05月 13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年 05月 13日 

四技老一甲 藍庭浩 

四技老三甲 應 翔 

四技老三乙 林柏汶 

四技老四甲 林加健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四技行銷二乙 孫權祥 

四技行銷二乙 周政達 

四技行銷二乙 葉易承 

四技行銷四甲 戴煒齊 

四技行銷四甲 葉士瑀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旅一甲 楊棣仁 

四技旅一乙 錢威宇 

四技旅二乙 劉宗霖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財金一甲 蔡承恩 四技財金一乙 鄭良皓 

四技財金一甲 呂國聖 四技財金一乙 李志晟 

四技財金一甲 鄭耀昇 四技財金一乙 董承祐 

四技財金一甲 劉尹翔 四技財金一乙 徐紹恩 

四技財金一甲 洪揚竣 四技財金一乙 周柏均 

四技財金一乙 吳育仁 四技財金一乙 徐聖翔 

四技財金一乙 江政穎 四技財金一乙 吳柏亨 

四技財金一乙 蔡禮任 四技財金一乙 　康帆 

四技財金一乙 陳彥鈞 四技財金一乙 曾一軒 

四技財金一乙 郭敬東 

四技財金一乙 蔡志成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大陸學生 黃金錫 大陸學生 孔云 

大陸學生 田詩軒 大陸學生 魏亮 

大陸學生 陳凌鋒 大陸學生 蔡福喜 

大陸學生 汪順唯 大陸學生 余少杰 

大陸學生 焦德沛 大陸學生 鍾林君 

大陸學生 何文龍 大陸學生 李仁德 

大陸學生 郭陳瀟 大陸學生 陳超軍 

大陸學生 龔向康 大陸學生 劉永升 

大陸學生 程楚鵬 大陸學生 朱勇 

大陸學生 張澤華 大陸學生 潘棟輝 

大陸學生 田莊 大陸學生 張杰勇 

大陸學生 劉光澤 大陸學生 盧雙林 

大陸學生 鄭煜 大陸學生 許家師 

大陸學生 蘇志晟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資工一甲 曲彥安 四技資工二乙 林致超 

四技資工一甲 張智傑 四技資工三甲 許峻瑋 

四技資工二甲 邱政閔 四技資工三甲 吳宇鴻 

四技資工二甲 陳治瑋 四技資工三甲 張文康 

四技資工二甲 林人豪 四技資工三甲 白祥廷 

四技資工二甲 劉人豪 四技資工三甲 謝基源 

四技資工二甲 劉冠麟 四技資工三甲 張瑜洋 

四技資工二乙 張允中 四技資工三乙 邱佳農 

四技資工二乙 黃程慶 四技資工三乙 曾邦益 

四技資工二乙 詹棋富 四技資工三乙 吳羽亮 

四技資工三乙 張嗣懋 四技資工三乙 莊皓程 

四技資工三乙 謝侑傑 

 

明新科技大學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資工四甲 許靖儀 

四技資工四甲 戴孟郁 

四技資工四甲 李鴻銘 

四技資工四甲 魏子傑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資一甲 黃郁翔 四技資三甲 馬紳偉 

四技資一甲 莊翔琳 四技資三甲 葉時佳 

四技資一甲 方柏豫 四技資三甲 陳威倫 

四技資一甲 林育賢 四技資三甲 宋銘皓 

四技資一甲 林育全 四技資三甲 鄭朝軒 

四技資二乙 莊佳勳 四技資三甲 張程皓 

四技資二乙 徐昀琳 四技資三甲 黃威倫 

四技資二乙 洪承碩 四技資三甲 曾義傑 

四技資二乙 詹俊威 四技資三乙 范揚茂 

四技資二乙 蘇子杰 四技資三乙 楊明峰 

四技資二乙 曹育正 四技資三乙 蘇士庭 

四技資三乙 黃仁泰 四技資三乙 徐建凱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運一甲 劉揚庭 四技運一甲 柯宗漢 

四技運一甲 曾治穎 四技運一甲 施帛昇 

四技運一甲 呂柏憲 四技運一甲 蕭宇傑 

四技運一甲 田文昌 四技運一乙 許育誠 

四技運一甲 呂嘉文 四技運一乙 張皓瑋 

四技運一甲 楊子豪 四技運一乙 劉世澤 

四技運一甲 范家豪 四技運一乙 邱宗誠 

四技運一甲 郭亭儀 四技運一乙 鍾文恩 

四技運一甲 邱翊儒 四技運一乙 吳嘉漢 

四技運一甲 劉子齊 四技運一乙 鄧育仁 

四技運一甲 蔣智安 四技運一乙 萬家沅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運一乙 葉秉軒 四技運一乙 張鈞皓 

四技運一乙 邱富晟 四技運一乙 黃國興 

四技運一乙 許彥誠 四技運一乙 梁兆甫 

四技運一乙 廖庭弘 四技運一乙 吳正裕 

四技運一乙 劉邦昇 四技運一乙 曾冠齊 

四技運一乙 曾柏儒 四技運二甲 劉子誠 

四技運一乙 邱鈺丞 四技運二甲 蘇子霖 

四技運一乙 黃義明 四技運二甲 劉邦禾 

四技運一乙 王恩洋 四技運二甲 楊佑寧 

四技運一乙 黃晨展 四技運二甲 劉恒睿 

四技運一乙 林鈺緯 四技運二乙 鄭之瑋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運二乙 林昕澤 四技運三乙 王冠倫 

四技運二乙 簡志杰 四技運四甲 鄭天皓 

四技運二乙 牟柏澄 四技運四甲 賀煒中 

四技運二乙 吳師豪 四技運四甲 蔡欣祐 

四技運二乙 吳昱寬 四技運四甲 曾聖祐 

四技運二乙 陳茂榜 四技運四甲 傅暐皓 

四技運二乙 何宇軒 四技運四甲 彭瑋翔 

四技運二乙 李俊緯 四技運四甲 林聖倫 

四技運三甲 陳世昌 四技運四乙 陳慶泓 

四技運三甲 李冠霆 四技運五甲 蕭益隆 

四技運三乙 呂國暘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4年 05月 13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年 05月 13日 

四技子一甲 周昱愷 四技子一乙 王俊為 

四技子一甲 莊坤陞 四技子一乙 林琮閔 

四技子一甲 謝侑融 四技子一乙 江嘯忠 

四技子一甲 王子豪 四技子一乙 黃沐倫 

四技子一甲 李易洋 四技子一乙 李宗翰 

四技子一甲 鄧自凱 四技子一乙 陳彥銘 

四技子一甲 湯鈺林 四技子一乙 楊峻旻 

四技子一甲 葉宗奇 四技子一乙 李宗祐 

四技子一甲 姜信瑜 四技子一乙 王宣翔 

四技子一甲 黃子杰 四技子一丙 黃李瑄 

四技子一乙 蕭佑軒 四技子一丙 詹明育 

四技子一乙 陳名瑋 四技子一丙 陳弘杰 

四技子一乙 詹皇育 四技子一丁 陳旻賢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四技子一丁 江旭弘 四技子二丙 劉益宏 

四技子一丁 詹智幃 四技子二丙 沈祐宏 

四技子一丁 洪聖淳 四技子三甲 黃翊豪 

四技子一丁 范晏禎 四技子三甲 劉慈宏 

四技子一丁 溫侑儒 四技子三乙 沈群力 

四技子一丁 張德丞 四技子三丙 黃志惠 

四技子二乙 廖崑翔 四技子三丙 米先煒 

四技子二丙 林聖祐 四技子三丙 王前皓 

四技子二丙 楊宗明 四技子三丙 蕭宇傑 

四技子二丙 吳貴智 四技子三丙 吳仁平 

四技子二丙 陳金天 四技子三丙 蔡智傑 

四技子二丙 游志軒 四技子三丙 古庭翰 

四技子二丙 陳佳旻 四技子三丁 陳彥瑋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子三丁 張銘翰 四技子三丁 魏啟祐 

四技子三丁 鄭伯揚 四技子四甲 朱冠宇 

四技子三丁 王派洲 四技子四甲 許子桓 

四技子三丁 張浩偉 四技子四乙 韓承佑 

四技子三丁 黃乾瑄 四技子四乙 周聖傑 

四技子三丁 胡 翔 四技子四乙 邱聖瑜 

四技子三丁 黃貴傑 四技子四乙 林彥成 

四技子三丁 黃煜元 四技子四乙 陳冠合 

四技子三丁 李震賢 四技子四乙 謝秉諭 

四技子三丁 曾建棋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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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電二乙 張書桓 四技電三甲 葉昇祐 

四技電二乙 吳鑌晏 四技電三甲 黃家鈿 

四技電二乙 黃劭瑋 四技電三甲 黃文誠 

四技電二乙 許祐維 四技電三甲 曾皓群 

四技電二丙 林子航 四技電三甲 邱靖彥 

四技電二丙 劉洧至 四技電三甲 張志忠 

四技電二丙 郭友誠 四技電三甲 蕭昌平 

四技電二丙 羅盛廷 四技電三甲 劉哲宏 

四技電二丙 葉瀚文 四技電三甲 柯有韋 

四技電三甲 江順均 四技電三甲 廖壯憲 

四技電三甲 廖俊嘉 四技電三乙 張利謙 

四技電三甲 黃紹銘 四技電三乙 魏志豪 

四技電三甲 劉睦凡 四技電三乙 黃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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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電三乙 高旭岳 

四技電三乙 黃景毅 

四技電三乙 彭奇俊 

四技電三丙 莊盛淯 

四技電三丙 陳亭駱 

四技電四甲 張曜麟 

四技電四丙 古振澤 

四技電四丙 楊承翰 

四技電五丙 鄭遠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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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電一甲 陳冠霖 四技電一丙 許家凱 

四技電一甲 曾嘉彥 四技電二甲 劉瑞　 

四技電一甲 游翊廷 四技電二甲 朱嘉明 

四技電一甲 匡宇柏 四技電二甲 孫瑋成 

四技電一甲 楊宇祥 四技電二甲 徐晟崴 

四技電一乙 劉邦慶 四技電二甲 張岷瑄 

四技電一乙 張植勛 四技電二甲 葉威廷 

四技電一丙 鄧宇翔 四技電二乙 范崇榮 

四技電一丙 陳有倫 四技電二乙 張辰毅 

四技電一丙 蔡宗熹 四技電二乙 祝綸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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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機一甲 李威弘 四技機二甲 徐翊軒 

四技機一甲 葉時棟 四技機二甲 蔡鑫讚 

四技機一甲 吳信緯 四技機二甲 呂奕辰 

四技機一乙 沈政嶔 四技機二甲 鄭宇宏 

四技機一乙 張振勤 四技機二甲 范姜元 

四技機一乙 曾旻尉 四技機二乙 陳諄裕 

四技機一乙 王陳文盛 四技機二乙 徐郁倫 

四技機一乙 蔡仲維 四技機二乙 曾暐勝 

四技機一乙 徐文良 四技機二乙 陳能星 

四技機一乙 葉韋廷 四技機二乙 張晉瑋 

四技機二甲 陳韋宏 四技機二乙 楊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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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機二乙 馮大衛 四技機二乙 賴群力 

四技機二乙 連哲億 四技機二乙 鄭百叡 

四技機二乙 彭紹晟 四技機二乙 鍾委融 

四技機二乙 鄒年盛 四技機二乙 陳宥瑄 

四技機二乙 吳俊邑 四技機二乙 楊宗達 

四技機二乙 辜懷德 四技機二乙 周鈺堂 

四技機二乙 劉佳豪 四技機二乙 范家銘 

四技機二乙 林宗瑾 四技機二乙 蕭任鈞 

四技機二乙 徐國瀚 四技機二乙 李楊駿 

四技機二乙 黃詠彬 四技機二乙 郭博勝 

四技機二乙 毛冠睿 四技機二乙 張家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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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機三乙 黃建文 

四技機三乙 黃晟容 

四技機三乙 翁伯仲 

四技機三乙 康程翰 

四技機三乙 魏嘉胤 

四技機三乙 張峻嘉 

四技機三乙 徐智祐 

四技機三乙 楊竣宇 

四技機三乙 黃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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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應外三乙 劉紘哲 

四技應外五甲 陳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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